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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保護生態 啟用修復設施
珊瑚礁生態系統是關鍵 中科院美濟礁設研究中心

逾470萬條乘客信息遭販賣
疑犯被刑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北京市
公安局網絡安全保衛總隊微博發佈消息，
北京警方破獲一宗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
網上販賣470餘萬條疑似12306鐵路訂票
網站用戶數據的犯罪嫌疑人陳某，已被刑
拘。
2018年12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網絡

安全保衛總隊（以下簡稱網安總隊）工作
中發現，網傳有人利用互聯網販賣470餘
萬條疑似12306鐵路訂票網站的用戶數
據，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獲此情況後，網安總隊立刻會同西城分
局成立專案組開展工作。經查，一網絡用
戶「deepscorpions」在網上販賣疑似
12306鐵路訂票網站的用戶數據，包含60
餘萬條用戶註冊信息和410餘萬條鐵路乘
客信息。經專案組網上偵查、溯源追蹤，
成功鎖定犯罪嫌疑人為北京市西城區某科
技有限公司員工陳某（男，25歲，河北
省邢台市人），後於29日在該公司所在
地將其抓獲歸案。
經訊問，陳某供述60餘萬條用戶註冊

信息，係其前期在網上非法購買所得，並
非通過對12306官方網站技術入侵獲取。
其餘410餘萬條鐵路乘客信息，係其利用
上述用戶註冊信息，通過第三方網絡訂票
平台非法獲取。
目前，嫌疑人陳某因涉嫌侵犯公民個人

信息罪被西城分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進
一步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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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白雲機場
去年吞吐七千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廣州白
雲機場昨日通報，2018年該機場實現旅
客吞吐量及完成貨郵同比增長均在6%左
右。全年航班放行正常率接近85%，比
2017年提升5個百分點。
據介紹，2018年廣州白雲機場安全起

降航班接近48萬架次，同比增長2.6%；
實現旅客吞吐量接近7,000萬人次，完成
貨郵接近190萬噸，兩者同比增長均在
6%左右。其中，國際業務發展良好，年
國際旅客達 1,730 萬人次，同比增長
8.8%，佔總旅客比重接近四分之一。

珊瑚礁生態系統是南沙群島的典型
生態系統，保護好珊瑚礁生態系

統是保障南沙群島乃至整個南海地區生
態安全的關鍵所在。
新啟用的設施將重點用於珊瑚礁生態
系統保護和修復工作，具體工作包括：
一是定期調查評估，逐步掌握南沙群

島珊瑚礁生態系統的演變規律，科學合
理確定需要重點保護和修復的區域。
二是採取自然恢復為主、人工修復為
輔的方式，有針對性地實施保護修復工
作，促進南沙群島珊瑚礁生態系統的健
康發展。
三是探索創新保護修復技術方法，因

地制宜開展珊瑚礁保護修復試驗，逐步
建立適合南沙群島生態特點的保護修復

技術方法體系。

提供相關海洋科技支撐
另據報道，位於南沙群島美濟礁的中

科院島礁綜合研究中心於2018年12月
31日正式啟用，為長期開展熱帶海洋環
境下的深遠海生態、地質、環境等現場
原位觀測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試驗基地。
據悉，該中心始建於2008年，其前身

是中科院設立在永暑礁附近海域的海洋
觀測潛標站，主要開展水文、生態的長
時序原位觀測，支撐南海海區海洋動力
與全球變化研究等。
據了解，新啟用的中科院島礁綜合研

究中心由中科院南海生態環境工程創新
研究院負責運維管理，設有生態、地

質、環境、防腐等多個功能實驗室，已
經建成珊瑚礁生態原位觀測系統、島礁
植被生態觀測系統、地震原位觀測系
統、材料腐蝕試驗場等研究設施，後續

將重點開展海洋生態與環境、植被生
態、地質穩態、淡水涵養、腐蝕環境等
領域的研究，為中國及南海周邊國家提
供相關海洋科技支撐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1日從自然資源部獲悉，為加

強南海生態保護，履行國土空間生態保護修復職責，自然資源部在

南沙群島永暑礁、渚碧礁、美濟礁建設了生態保護修復相關設施，

2019年1月1日正式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18
年的最後一天，中國第35次南極科學考
察隊崑崙隊16名隊員平安穿越南極內陸
被稱作「鬼見愁」的冰丘密集區，進入
南極冰蓋高原地區。
當天上午8時，崑崙隊隊員搭乘5輛
雪地車從距離中國南極中山站890公里
處的營地出發，繼續向中國南極崑崙站
挺進。途中，他們經過一段長達30公
里、行車極其困難的冰丘密集區。該路
段密集分佈着半米多高的冰丘，超過1
米高的冰丘也不在少數，被此前經過這

裡的考察隊員稱為「鬼見愁」路段。
崑崙隊5輛雪地車分別為3輛PB300

型雪地車和2輛卡特車，高高的卡特車
行駛在「鬼見愁」路段，顛簸尤為劇
烈，後面還拉了5個裝載物資和科研設
備的雪橇。
記者現場看到，當卡特車司機、機械

師姜華駕駛的卡特車行至一個巨大的冰
丘前，旁邊不遠處同樣是冰丘攔路，如
果急打方向盤，即使車頭能過，後面的
雪橇也有側翻的危險。姜華和副駕駛位
置上的崑崙隊隊長商朝暉只好停車，卸

下後面的雪橇，把車頭轉向後再連上雪
橇，繼續艱難地行駛。
18時30分左右，崑崙隊結束了當天

行程，行至距中山站990公里處。當地
海拔達到3,170米，已屬高原地區。
目前，隊員們身體和精神狀態良好。
崑崙隊副隊長盧成表示，如果一切順
利，1月4日可抵達崑崙站。
崑崙站位於南極內陸冰蓋最高處的冰

穹A地區，是目前人類在南極內陸海拔
4,000米以上地區建立的唯一科考站，
距離中山站1,200多公里。

南極科考隊穿越「鬼見愁」冰丘密集區

■位於南沙群島美濟礁的中科院島礁綜合研究中心於2018年12月31日正式啟用。
網上圖片

■前日，中國南極科考隊崑崙隊穿越「鬼
見愁」冰丘密集區。 新華社

天色漸晚，看到病床上的孩子

安然入睡，來自安徽的宋希軍和

妻子王桂香告別，然後拿上飯

盒，輕手輕腳地走出病房、關上

房門。穿過一條狹長的小巷，他

回到了居住了三個多月的「大家

庭」——口罩天使中途宿舍。這

一兩層樓的粉色建築位於安

徽省兒童醫院後面，由

民間公益組織「快樂童

年公益閱讀坊」於2016

年租建，專門為血液科

患兒及其家庭提供一到

三個月的免費住宿和自

助廚房。 ■ 新華社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數據顯示，中國每
年新發兒童白血病1.5萬人左右，80%

以上可治癒。近年來，中國不斷加強兒童白
血病救治管理，自 2017 年初至 2018 年 9
月，農村貧困白血病患兒實際報銷比例由
49%提升到81%。民間公益力量也正在以愈
加專業化的服務滿足多樣化的救助需求。

分享經驗人情滿滿
「公益不是憐憫，而是互相支持。」中途

宿舍項目負責人王大成介紹，「我們建中途
宿舍，希望提供一個持續運轉的互助平台，
為孩子和家長營造一個有人情味的地方，讓
他們抱團取暖，醫路有家。」

從最開始的2個房間到現在的20
個房間以及閱讀室、心

理諮詢室等 8
個功能室、2
間倉庫，中途
宿舍已為 200
多戶患兒家庭
提供了免費住
宿。項目經費
主要通過網上
眾籌和個人捐
款獲得。
38歲的宋希

軍來自安徽淮南。他年僅3歲的孩子在去年
6月查出患有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在病友
的介紹下，一家人於9月下旬來到中途宿
舍。十幾平米的短期住房中，傢具齊全，牆
壁還畫着彩色卡通畫，簡單卻溫馨明亮。
三個多月以來，孩子從第二次化療進行到

第八次化療，一路險情不斷，白細胞、紅細
胞、血小板的數據成了家裡的晴雨表。那時
的宋希軍覺得每天都是黑暗的。
而中途宿舍成了一家人艱難求醫路上的喘

息之地，宋希軍覺得自己好像從一個孤島上
了岸：「這裡就像一個大家庭，大家你講
講，我說說，就不會想那麼多了。」

傢具電器一應俱全
小樓外的大人們也努力為「口罩天使」們構

建一個更美好的「家」。王大成說，在社會各
界的幫助下，廢棄的樓頂成了有滑滑梯、鞦韆
和風車的彩色活動空間；廚房乾淨明亮，電器
一應俱全；來自高校和社會的義工也會經常過

來陪伴孩子，解決一些實際需要。
目前，中途宿舍的小樓正在裝修升級，把

牆面換成更為環保的材料。王大成想要進一
步完善硬件設施：「我們希望在滿足吃住這
些基本需求後，能在營養、護理和心理方面
做更多的工作。」
在孩子面前，宋希軍和妻子一直表現得堅

強樂觀。「現在白血病醫保報銷比例很大，
經濟壓力小了很多。」宋希軍堅定地說，
「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們也不會放棄。」中
途宿舍中一些患兒的康復讓他有了盼頭。

■■自助廚房乾淨明亮自助廚房乾淨明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019 年到來了，
當人們以不同的方式迎接新年時，大熊貓、海豚、老
虎、長頸鹿等居住在深圳野生動物園裡可愛的動物
們，也紛紛用自己獨特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來。狒狒
拿着「2019新年快樂」特色賀卡顯得格外醒目。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圖：香港文匯報特約通訊員 李木生

萌 物 賀 新 年

在陝西西安，雖然2018年最後一天
的氣溫降至了零下8度，市民們迎新的
熱情卻絲毫未減。隨着跨年夜零時大雁
塔塔身上倒計時字幕的結束，數千人發
出的歡呼聲瞬間點燃了整個大雁塔廣
場。今年跨年夜，西安用兩場大型光影
秀及實景演出，以「最中國」的方式，
與海內外朋友們在這13朝古都共同迎
接新年。

再回雁塔 對話玄奘
西安大雁塔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經歸
來譯經之處，不僅是唐文化的代表，更
是西安的標誌。當晚在大雁塔的跨年祈
福活動便以玄奘取經的故事展開，這場
名為《再回雁塔》的實景光影演出以

《大唐西域記》為引線，運用穿越時空
對話的方式，在大雁塔這個全景「舞
台」上，通過「玄奘．西行」、「絲路
．傳承」、「再回．雁塔」等篇章，再
現玄奘傳奇的一生，重現盛世大唐的風
采與光華。
另一場迎新年光影秀演出則選擇在

西安的另一個標誌「明城牆」。據了
解，跨年夜的兩場光影實景演出僅僅是
西安2019「西安年．最中國」活動的
開始，在未來的66天裡，西安市將通
過「備」年、「拜」年、「鬧」年三大
板塊，全面展示「最傳統、最年味、最
民俗、最文化、最科技、最時尚」的西
安特色，歡歡喜喜過大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 口罩天使中途宿舍專門為血液科患兒及其家庭提口罩天使中途宿舍專門為血液科患兒及其家庭提
供一到三個月的免費住宿和自助廚房供一到三個月的免費住宿和自助廚房。。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光影照明跨年夜 古今風韻現長安
■■ 西安城牆祈願燈廊下很西安城牆祈願燈廊下很
多人在跨年夜寫下祝福多人在跨年夜寫下祝福。。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 來自高校和社會來自高校和社會
的義工經常過來陪伴的義工經常過來陪伴
孩子孩子，，解決一些實際解決一些實際
需要需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公益宿舍免費入住公益宿舍免費入住
血癌患者醫路有家血癌患者醫路有家


